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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早已忘记，近半个世纪前自己的模样。金秋
十月，“校园如画里，山晓望晴空。”走进一中的瞬
间，仿佛穿过岁月的隧道，连通青春的热线，我又回
到了中学时代；换上印有“景德镇一中”的白汗衫，
谁在说“历尽千帆，归来仍是少年”；补拍一张《学
生证》照，遇见那个青春年少的我。

一中，这块瓷都东面的高地。47年前，我们每
天登上那仿佛是一本本厚重的书砌就的台阶，跨进校
园，就能最早沐浴刚刚升起的阳光。温暖。明媚。今
天，无论你浪迹何方，梦归何处，这里毕竟有太多动
情的故事，不会因为时光的流逝而沉寂和被遗忘，这
里始终是你生命中魂牵梦绕的地方。

今天，我回来了，我们回来了，白发苍苍的我们
回来了！和许许多多的当年老同学一起，从祖国的四
面八方来到校园集结，问候一中，祝福母校，参加

“景德镇市一中建校80周年盛典”。“景德镇一中73
届”——我们的旗帜在秋风中飘扬，融入那喜庆的海
洋，重新点燃我们的青春之火。

绿草成茵，鸟语花香，楼台亭阁，高楼耸立，
我们再次走在校园，风采依然。这是我曾经求读的
学校吗？你阳光明媚，你书香缕缕，你生机盎然，
你魅力四射，容我的目光一寸寸丈量；其实，我也
在寻找青春的痕迹，过往的时光。当年学校教学大
楼两旁的墙板栏不在了，我曾经用粉笔将我写的作
文抄在这里的黑板上；我当年安坐的教室不在了，
真想再坐在曾经的座位上，但是，我们踩过的那块
土地还在，我们仰望的那片蓝天还在，我们淘气的
笑声还在，我们驰骋的足球场还在。恰在此时，一
个少年将一足球踢过来，我迎上去带球过人，才觉
得动作有点笨拙，却心花怒放。是呵，“岁月永远
年轻，谁都会慢慢老去，你会发现童心未泯是件值
得骄傲的事情，时间太瘦，指间太宽。”校园里蹦
跳的身影，是曾经的我们，是我们的昨天前天，也
是我们的儿孙。盛典的会场上，我愉悦地和孙辈们
坐在一起，像在上课，是对久远的讲台，深情遥
望。

庆典大会。文艺表演。学术报告会。《校友陶瓷
艺术展馆》。《校史室》……呵，往事如烟，岁月如
歌，每一站都让我们心潮澎湃，回归热血当年，勾起
我们对曾经老师的思念。康德言：“世界上有两件东
西能够深深地震撼人类的心灵，一件是我们心中崇高
的道德准则，另一件是我们头顶上灿烂的星空。”我
的老师，我尊敬的老师，您在哪里？哦，校园里那一
棵棵大树还在，那洪亮的声音还在，秋风吹过来，树
叶沙沙作响，您还在讲课吗？尊敬的老师，当年您的
那些唠叨，成为您所有学生今天回忆的经典！今天盛
典的主题！永远装在我今生旅途的行囊！

人涌如潮，彩旗飘扬。来自祖国四面八方的祝
贺，来自学子内心深处的感谢。我只想说，景德镇一
中走过风风雨雨的80载，但一中不老！一中不会

老！因为青春不会老，你是一辆开往春天的列车，满
载所有的希望。我想起，是谁说过，文化是一个国家
的底气，教育是一个国家强盛的基础；也许你不知
道，你就是多少人人生的底气。我想起，我曾在美国
联邦最高法院发言，背后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和美
利坚合众国国旗。面对美国的同行，不善言谈的我竟
侃侃而谈，居然没有怯场，原来底气来自身后伟大的
祖国，来自母校的那一缕缕阳光。

其实，我们今天也是在与自己相聚，是一场青春
的盛典。都说“唯有繁华落尽，生命的脉络才清晰可
辨。”在这个人生之梦开始的地方，每一个同学都想
在岁月长河里打捞起青春的记忆。说不完童年的趣
事，合不完的影。拥抱握手。人生易老，泪目相望。
谁是同桌的你。谁是“一帮一、一对红”的伙伴。一
起挖防空洞，一起到工厂学工或农村“双抢”，一起
在雨中拉练阳光里做操……历历在目，仿佛就是昨
天。哦，昨天是一道风景，看见了，模糊了；时间是
一个过客，记住了，遗忘了；生活是一个漏斗，得到
了，失去了；然而，我们毕竟经历过，我们没有缺
席，我们都在主场，这就够了。今天，也有不少同学
因种种原因没有来。太多的牵挂，太多的惦念。“何
当共剪西窗烛，却话巴山夜雨时。”我却以为，他们
都来了，他们的心都来了。他们也许正忙碌在祖国各
地或者大洋彼岸需要他们的地方。我想，每一个人心
中都有一个母校。“昨夜怱梦校园事，醒来不觉泪沾
衣。”此刻，我相信他们都在遥望与祝福，都在渴望
重新出发。

校园里的庆典大幕徐徐落下，围墙外活动却方兴
未艾。学校的集体活动后，大家依依不舍，久久不愿
离去，于是，一台联欢会的序幕又被拉开，如人生没
有排练，同学何需化妆。即兴的表演，争相登场。舞
蹈、独唱、小合唱、太极剑表演、笛子独奏、交谊
舞，还有海外和外地同学传来的图像……喜悦的旋
律、飘逸的裙摆、旋转的舞鞋。最后，一出接龙圆
舞，把场里的同学们连起长龙，如一节节列车，向快
乐出发，将联欢会推向了高潮，整个会场里一片欢
腾，青春四溢！尼采说过：“每一个不曾起舞的日
子，都是对生命的辜负。”是呵，人生若只有年轻时
才拥有青春，那是一件十分遗憾的事。“青山不墨千
秋画，绿水无弦万古琴。”

有人说，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然而，庆典荡起
的波纹仍在一圈一圈的延伸。不知是谁拉开喜剧色彩
的一幕——补拍《学生证》，有人称之为“补票”。参
加活动未拍和在本市因事未参加活动的，都纷纷赶往
学校《学生证》拍摄点。还有外地的同学，请群里的
高手在网络上制作。都说，今天是庆典是一次聚会，
更是一次誓师大会，一次在校园的站台上集结，我们
怀揣着《学生证》，就是一张启程的车票；乘上“一
中”号开往春天的列车，我们一起重新出发，奔向梦
的远方……

开往春天的列车……
凯哥

有一座古城，依偎在“三贤”泛舟的昌江之岸
芳名源自“溪水时泛，伐木为梁”
它砌土为陶，“工匠八方来，器成天下走”的盛世
催生了一座瓷艺之都四海名扬
它摘叶为茗，“浮梁歙州，万国来求”的景象
演绎了一罐贡品仙芝古今飘香

那里有气势恢宏的城楼广场
典藏着千年古县的底蕴辉煌
那里有江南第一的官署县衙
显耀着朝廷权贵的威仪至上
那里有旷世无双的文化长廊
浓缩了人文历史的卷赋篇章
那里有巍峨高耸的映眼红塔
珍藏着佛教明皇的圣灵传说
那里搁浅着一艘哥德堡号轮船
让你重把丝绸之路上的青花粉彩细细打量
那里鼎立着一个绝美的千年瓷坛
让你续把“一带一路”的憧憬吟诵传扬……

啊，浮梁古城
你是历史的典范与印章，令世人敬仰与鉴赏
你是中华的璀璨与画卷，引游客向往与徜徉……

浮梁古城吟唱
余文高

秋日的阳光很柔和

趴在纸笺上

像安静的蝉翼

不会起飞

只是陪伴

提一支水笔

写几个字

写在纸笺上

也写在阳光里

折射出奕奕神采

侧耳倾听

没有听见蝉鸣

树叶也是静止的

空中一朵白云

在蓝天底下优雅

停下笔

等待风起

传递内心的情愫

借着炊烟或者絮叶

直达云朵

屋外雨停了

树叶在风里

吹干衣裳

有几片不小心

没有抓牢枝桠

在空中飘舞

一起落在泥土上的

还有黏着的几颗雨滴

叶子想和它们

说几句告白

可是没来得及开口

雨滴就钻进了泥土的怀抱

一条口渴的土狗

亲舔洼沟里的积水

一只洗了澡的甲虫

在枝桠上伸懒腰

阳光悄悄地

钻出了云层

胡明辉

（外一首）秋日随笔

到上海大都市旅行，多数人选择繁华的南京路，而最
具魅力的莫过于黄浦江外滩了。如果来上海，这里是必到
的地方。然而，我不是因为老胃病的检查，可能一辈子也难
踏上松江这片神奇的土地。松江，是上海市管辖下的一个
行政区。

在松江工作的朋友曾多次邀我来松江走走，我之所以
一直没来，缘由种种，而主要是松江并没有我要来的充分
理由。这次的造访，深感自己的浅薄和无知。前不久，松江
的朋友知道我的胃不太好，就建议我来松江作个检查，因
为松江中心医院消化内科主任是他的好友，而且是老乡。
于是，我与松江有了一个不情之请。

松江在我的眼里，和诸多的江南城镇几乎没有什么两
样，或许因它是上海的一个行政区，在大都市身边就显得
谨小慎微，而南京路、黄浦江外滩的流光溢彩更令松江古
镇的青砖黛瓦黯然失色，曾经的唐风宋韵只留在了历史的
古籍里。

其实，早在五千年前，人类就在这里劳动生息。元至元
十四年，松江就是府治，那时黄浦江畔的上海还只是一座
渔村，代表上海的“沪”就是渔具的意思。谁能想到，异军突
起的上海滩颠覆了历史，华丽转身，二者身份转换，上海声
名远扬，松江则渐渐隐于其后。溯本求源，黄浦江的源头在
松江，上海的历史文化之根还在松江。在松江博物馆，我们
感知到松江厚重的历史之基和源远流长的文化之水，松江
原始文化遗址包含了马家滨文化、崧泽文化、良诸型文化
和广富林文化四个文化时期，从出土的大批墓葬，发现的
鼎、罐、盆、纺轮、网坠等陶器，刀、斧、犁、矛等石器，竹骨、
玉、象牙制品，还有稻谷、动物遗骸中，我们不难发现，这一
时期松江先民已创造了极为丰厚的极有较高水准的原始
社会文化。松江历史文化在华夏文明发展中出现了两个耀
眼的辉煌时期，先是西晋，以陆机、陆云为首的松江文化先
驱创作了《文赋》等著作，对当代和后世产生了重大的影
响；后是明代，云间画派、云间书派、云间文学派引领一代
风骚。松江自古是江南的“文秀之乡”，源自她的海纳百川
有容乃大，对外来的各地名流和各家各派文学艺术表现出
极强的包容胸怀，因而松江文化呈现多姿多彩的风情走得
更远。

在中国漫长的农耕文化历史中，松江有两件重要建树
并对外产生极大影响的大事，一件是松江古代的棉纺织
业。元代杰出的纺织家黄道婆从海南岛返回家乡，带来了
全新精湛的纺织技术，励精图治，致力于改革创新纺织工
具和技术，至今在松江还流传这首歌谣：“黄婆婆，黄婆婆，
教我纱，教我布，二只筒子，两匹布。”一路走来，松江誉为

“衣被天下”。在老城区中山东路有一条袜子弄，据说是“衣
被天下”的遗踪陈迹，据《云间据目抄》记载，明代时街道两
旁“广开暑袜店百余家”，“极轻美，远方争来购之”；另一件
是现代陈永康的水稻栽培成就，优良品种“老来青”实现了
大面积水稻耕作水平和稳产高产，堪称古老农业大国的一
个里程碑。只是后来的袁隆平名声太大，陈永康为许多人
所不熟悉罢了。

松江博物馆的斜对面是老牌学校松江二中，极具中华
传统建筑风格的门楼上悬挂一匾额，上题“云间第一楼”。

“云间”是松江至今使用频率最高的别称，典出陆云在洛阳

与名士荀隐自称“云间陆士龙”和“日下荀鸣鹤”对仗工整
巧妙而名扬天下。门楼原为松江府署的谯楼，建于元代，最
终成为学府的门楼。我想，这“第一楼”的寓意，不仅仅是其
建筑作为松江古城的地标，还在于是育人的标识。松江二
中是一所百年老校，培养了数以万计的国家栋梁之材，据
说首任校长江爱珠是一位女士，在她的身后走出了如施蛰
存、徐震堮、王季思、程十发、桑桐、丰子恺等文学艺术学术
泰斗。韩寒也是校友，在当代网络文学上占有一席之地，尤
其受到年轻人的追捧，据说松江二中人并不怎么待见，个
中原因就不得而知了。斗转星移，校园里的一幢老楼、一座
小桥、一棵老树都在向人们叙说这悠悠岁月里的故事。

纯属偶然，我从松江二中出来，走进了一条小巷。这条
狭窄的小巷与身边的闹市相比就显得极为的宁静和安详。
没想到的是这条小巷竟然是当年诗人戴望舒《雨巷》的原
创地。1927年夏天，是中国历史上最为黑暗的时代，白色
恐怖下的革命青年陷入仿徨迷惘之中，渴望中国出现新的
希望，诗歌《雨巷》就是当时一部分进步青年这种心态的反
映。此时的诗人戴望舒，寄居在松江朋友家中，和许多的青
年一样，孤独地咀嚼着这个时代的苦闷。期间，他对朋友的
妹妹产生了“丁香”般的怜爱之情，终因门不当户不对无缘
结为百年好合。所以，诗人对光明前途和爱情的渴望寄予
这首诗歌之中。关于戴望舒的《雨巷》出自在哪里，由此推
断在松江的这条小巷应该是确切的了，曾有人考究是在杭
州的大塔儿巷，作为文学作品中的地名所属已经不重要
了。我为之兴奋不已，只是人去楼空，丁香姑娘早已远去，
《雨巷》静静地留在了人们的心里。

东外街张塔桥旁，是鲁迅先生散文《藤野先生》中提到
的“明的遗风”朱舜水的旧居，这位精通文学、历史、建筑、
农桑医学的文化名人，几乎为邻邦日本带去一本中国文化
的“百科全书”。应该说，他是当时中国的文化使者。文化的
交往，成为构建两国友谊的桥梁。

朋友和我边走边聊，不经意间就来到方塔园。此时
已是下午四点，游人稀少，园内安静，斜阳搁在方塔肩
上，耸立的佛塔融进红黄色的夕阳中，给人以无穷的遐
想。建于北宋熙宁元佑年间的佛塔因塔身为四方形而俗
称方塔，堪称孤品，清朝诗人黄霆在《松江竹枝词》中
赞美道：“巍巍楼厥梵王宫，金碧名蓝杏霭中。近海浮图
三十六，怎如方塔最玲珑。”在方塔的正面建有一照壁，
原为松江府城隍庙门前的屏风墙，是国内留存最古老、
最精致、最完好的砖雕艺术。这样，佛塔与照壁同处一
处也是中国传统建筑中的一大奇观。照壁由近百块青砖
精雕拼接而成，居中神兽，龙头狮尾、鱼鳞、牛蹄、民
间俗称四不像，传说此兽贪婪，吃尽人间山珍海味，奇
异珍宝，还想吞食太阳，故葬身东海。据说在明清时期
来松江任职的官员，必到此地祭拜，以示廉洁奉公，不
贪赃枉法，松江人称其为“警示壁”，以此告诫人们一条
哲理：凡贪得无厌者，最后都不会有好下场。

游完方塔，已近黄昏。这是一个节奏缓慢的城市，
街上三三两两的脚步声夹杂着汽车移动的声音，青砖瓦
房里飘来一阵阵厨房的油香味，松江以她特有的温情迎
接华灯初上和工作一天的人们。朋友在身边，我没有丝
毫的他乡异客之感。

文 化 松 江
杨昔文

景德镇老城区原有老街、老弄、老
城墙。然而老城墙在解放初期，已拆掉
了。老街老弄呢，也逐渐淹没在老城区
的改造翻建中。在景德镇老城区，有条
著名的商业老街，名曰前街。前街北起
里市渡，南至太白园，有十余里长。前
街通往沿河码头的路，除了主干道东
方红大道外，还有三条非常有名的小
街。三条小街，它们的名字分别是：戴
家弄、斗富弄、麻石弄。

三条以“弄”命名的小街，曾经都
非常的繁华。戴家弄和斗富弄，它们曾
经是景德镇的菜市场。这里每天早上，
人山人海，熙熙攘攘。小贩吆喝声，鸡
鸭咯咯地叫声，买菜人讨价还价声，伴
随不远处昌江河的水流声，交织一起，
形成了景德镇的古镇交响曲。

随着老城区改造深入，戴家弄拆
了，斗富弄也拆了。这两条小街，在岁
月的变迁中，已消失了原来的模样。戴
家弄建设成现代派的楼房街市，斗富
弄改造成古色古香的街韵。麻石弄变
化不大，尚有原始古老的韵味，远离景
德镇几十年的旧人，来到这条小街，或
许还能认识回家的路。

几条小街虽小，它们各有历史，各
有特色。麻石弄的瓜子戴家弄的粑，斗
富弄的爆竹炫富家。如今的城区，爆竹
不能放了，原先满条街放爆竹斗富的
情景，已成为老人嘴里的故事。如今的
斗富弄，改变了旧模样，消散了烟雾弥
漫、震耳欲聋的爆竹声。那戴家弄的粑
呢？随着戴家弄的拆迁，戴家弄的粑
店，大部分迁移到了麻石弄。小小的麻
石弄，如今有十几家粑店了。麻石弄的
粑，我没怎么吃过。麻石弄的瓜子，我
买过不少。麻石弄的几家饭店，也去品
吃过好多回。

麻石弄小街，最出名的特色，当属
麻石弄的瓜子。小小麻石弄，长不足百
米，宽不到六米，卖瓜子的店，却有七

八家之多。卖瓜子的数家店名，没有记住，但有一家瓜子店
名，吹烂了我的耳膜，它就是龙姣瓜子店。瓜子店的老板，名
叫龙姣，她炒的瓜子很有味道，除了五香味，还有一种辣味。
原来她是小镇第一个把辣椒壳倒进瓜子里煮炒的人。

景德镇人本爱辣，瓜子里破天荒地出现了辣味，自然适
合了小镇人的味蕾。于是小镇人一传十，十传百，龙姣瓜子
的芳名就传开了。店老板懂得知识产权保护，立即注册了

“龙姣”瓜子商标，把这个牌子打出了小镇，走向了远方。
外甥女刘芬，是景德镇土生土长的人。后入沪工作，仍

念念不忘小镇的美食风味。她每次来景，都要带些小镇特产
回沪。瑶里香菇笋、里村碱水粑、涌山沙琪玛、麻石弄瓜子，
都是她念念不忘的口味。外甥女不但自己喜欢吃，还常常送
给上海的朋友同事吃呢。因此，我帮她到麻石弄，买过许多
次瓜子。每次都要买十斤以上。麻石弄瓜子的价格，起初是
八块钱一斤，后来十块，十二块，十四块。其价格，同景德镇
人民的生活水平一道，逐步提高。其口感，同小镇人的幸福
指数一样，也不断提升着。

前不久，我路过麻石弄，发现麻石弄的路面翻新了。翻
新后的路面，平坦又整洁。我穿行光滑平坦的小街，看着古
朴风韵的麻石弄，看着靓丽的沿河风光，沉浸在千年古都的
怀抱，景德镇越来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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碾屋，从何时起，我没有考证。只记得，自打
懂事始，在乐平农村，不论村子大小，都保留着一
座碾屋，基本上建在村子旁边，主要考虑不影响村
民休息。碾屋，历经几十年风雨洗礼，如今有的弃
而不用，有的破败不堪，有的残垣断壁，但在父辈
以前的那个漫长年代，家家户户离不开它。

老家的碾屋坐落在村口，掩映在一片小小的竹
林里。前面是一条小溪，从后山水库一路欢歌，踩
着春天的花香，沐浴夏夜的萤火，吸吮秋日的甘
露，经受冬季的风雪，叮叮咚咚地流向碧绿的田
野，终年不断地滋润着村前200多亩肥沃的耕地。

家里碾谷一般选在不需要出工的下雨天，更多
时候在晚上。一次新谷收割的季节，父亲匆忙吃好
晚饭，挑着一担稻谷去碾屋，母亲收拾好家务后拿
起小扫把赶去帮忙。碾谷程序至少有三道。先是把
嗮干的稻谷均匀地倒进碾槽进行碾压，待稻谷脱壳
后，要把碾槽里的稻谷全部装进蔑箩，然后用簸箕
装起倒进风车斗，进行米糠分离。这道工序是技术
活，需要掌握好下料口大小，口子大了，大米里容
易掺杂米糠。当时碾屋里只有两盏马灯，光线差，
加上蚊子又多，两个人忙到半夜才拖着疲惫的身躯

回到家里，我们几个早已睡着了。
碾屋，最繁忙的时候当数每年腊月，家家户户

要赶在春节前制作年糕，一来庆祝丰收，二来为来
年春耕储备粮食。制作年糕前要把按比例配置好的
稻米和糯米碾成粉。到时，生产队会根据每家的情
况，提前登记好日期，一般傍晚以后安排五六家，
凌晨安排两三家。腊月的一天傍晚，轮到我们几家
制作年糕。父亲负责指挥水牛拉碾石、倒料。母亲
负责清理碾槽中的米粉。碾米前，还要彻底清洗干
净碾槽，不能有一点沙子。小孩子有时会和大人一
块坐在碾架上，看着大人指挥蒙着眼睛的水牛拉
碾，耳边传来碾石和碾槽摩擦发出的欸乃声。直到
掌灯时分，大人们才像得胜的将军一样，挑着一担

担白花花的、散发清香的米粉回家，我们呵着冻得
通红的小手在后面一路小跑着，仿佛闻着了年糕的
清香。

碾屋，是我们儿时的乐园。夏天中午，几个小
伙伴趁着大人午休的机会，偷偷地溜到池塘洗澡，
担心挨骂就躲在碾屋里捉迷藏、玩泥巴，或者到小
溪里捉鱼虾，等到大人出工了才回家。到上个世纪
七十年代初，农村开始逐步推行机械化制米。碾
屋，自然要寿终正寝，退出了农村生活舞台，逐渐
沦为村民们寄放牲畜、堆放柴火的地方。但农忙收
工之际，大人们则三三两两地，坐在碾屋门前乘
凉、聊天、抽烟，农事的安排、庄稼的收成、子女
的学业，都在一明一暗的火星中闪烁，笑声随着乡
村的一缕缕炊烟弥散开来。

前些年，村里实施农村村村通工程，彻底告别
了不通水泥路的历史。之后启动新农村建设，水泥
路修到了家家户户门前，又装上了路灯。春节过
后，村里决定拆除碾屋新建老年活动中心。

碾屋，虽然不复存在，但它传承了乡村农耕文
化的历史。那一声声欸乃声，久久地萦绕在我们的
心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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